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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各中小学加大安全教育监管力度

区教委建议学生非必要不离京区人保局
“一竿子到底”服务获民赞

黄芩茶农分红啦

居民家中漏水
社区协调物业两天解决

增设果皮箱 加大宣传巡查力度

双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解决垃圾管理难题

区妇联
慰问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女性

垃圾分类检查排名月情况通报

乘火车的礼仪

进车站时应排队依次而行，并主动出示车票或
证件。

进入车厢后，应尽快对号入座。
较大的行李请安放在行李架上。
电子设备声音尽量不外放，以免打扰他人休息。
坐火车长途旅行时，与旁边旅客聊天尽量避免

涉及对方隐私。
注意车厢卫生，饭盒、果皮要放进垃圾桶。
卫生间和盥洗池不宜长时间占用，应照顾到其

他旅客的需要。
谈笑、娱乐，尤其是打牌时不要过度吵嚷喧哗。
车厢通道狭窄且颠簸，来来往往须注意旁人，礼

让为先。
文字来源于网络

本报讯 近日，区人保局公服中
心接到姚先生12345诉求，咨询个
人档案建档和转档的问题。

公服中心流动人员人事档案
管理部工作人员接到诉求后立即
联系当事人了解情况。经了解，姚
先生的爱人为外地进京建档人员，

想要了解自己档案情况，如建好计
划将档案调往工作单位。

公服中心工作人员了解市民
具体诉求后，主动作为、向前一步，
及时与相关部门、单位沟通，掌握
当事人档案建立情况，并积极学
习、了解档案调动相关事宜。经与

人力资源综合管理部查询，目前当
事人档案已经建立信息反馈到了
永定镇社保所；随后公服中心工作
人员与永定镇社保所工作人员进
行沟通协调，并将所有办理流程和
所需材料详实告知当事人，积极指
导进行业务办理工作。

在区人保局工作人员的耐心
指导下，姚先生和爱人在永定镇
社保所办理提档后，顺利在区社
保大厅办理了档案提档手续，当
事人对区人保局“一竿子到底”的
服务态度和细致耐心的工作表示
由衷的感谢。

本报讯 近日，城子街道市场街社区接到
6号楼2单元8层居民求助，家里卫生间漏水已
经持续半个月时间，期间与楼上住户多次沟通
但始终没有结果，希望社区可以协调解决。

社区了解情况后，立即汇同物业公司进
行现场核查。8 层居民家中卫生间漏水，漏
水点附近存在多个用电插座，如果漏水情况
持续存在，极有可能造成电线短路，引发安全
事故。社区工作人员随即联系楼上 9 层居
民，经了解，楼下住户曾联系过该住户，但因
不知如何处理暂时搁置。经过物业公司工作

人员排查，由于 9层主管道漏水渗入到楼下
住户，需要破墙进行管道修复，但是9层住户
担心破坏装修。社区了解到问题症结后，联
系了专业装修公司与9层住户现场沟通维修
及修复事宜，双方很快达成一致。

经过两天的维修处置，漏水问题得到了
妥善处理，彻底消除了消防安全隐患，避免了
邻里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双方当事人对社区
和物业公司的快速反映和处置予以认可，并
表示感谢。

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供稿

本报讯（记者 杨爽）长期以来，
双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内部由于缺
少便民垃圾投放设施，无法有效满
足消费者和周边居民的生活垃圾投
放需求。为切实解决这一问题，市
场按照垃圾分类相关要求，在人流
量较大的位置安装了果皮箱，通过
推进市场环境卫生整治，助力“创
城”工作。

春节将至，双峪农副产品批发
市场内人头攒动，春联、福字、虎头
虎脑的毛绒玩具，让市场呈现出一

片红红火火的热闹景象。同样令人
眼前一亮的，还有市场内刚刚安装
的果皮箱。在双峪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的3个出入口和东边甬道上，安装
了干净整洁的果皮箱，为来往顾客
投放垃圾提供便利。

“今天进市场看见新增设了几
个果皮箱，感觉还挺方便的。原来
我们在这里逛的时候，手里有垃圾
得一直攥着，没地方扔。现在就不
用这样了，市场环境也变好了。”一
位路过的市民告诉记者。

据了解，双峪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内部原先只有一处综合垃圾站，
无法满足广大顾客随时投放垃圾的
需求。果皮箱投入使用后，将由附
近商户负责清运管理，从而有效解
决垃圾投放问题，实现环境卫生提
档升级。

一位附近的商户表示：“我们会
严格履行‘门前三包’责任，按照垃
圾分类要求做好果皮箱的清运管
理。同时，也会随时清理商铺门前
的垃圾，保持环境干净卫生。”

与此同时，双峪农副产品批发
市场还通过增设文明引导标语、利
用小喇叭进行广播、志愿者劝阻等
方式，进一步加强垃圾分类宣传，积
极引导群众共同维护市场内部环境。

“针对市场内的重点点位，我们
还加装了3个摄像头对垃圾投放情
况进行监督。下一步，我们将继续
增派志愿者，加大巡查管控力度，随
时注意地面状况并进行保洁清扫，
保持市场环境卫生。”双峪农副产品
批发市场管理员徐胜存说。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东辛房街道石门营四区在“创
城”工作中，不断改进工作方法、优化工作流程，通过开展
专项整治、征求意见、动员激励等多种举措，持续美化社
区环境，全力打造干净、整洁、优美的居住环境。

在前期清理楼道堆物堆料问题时，石门营四区工作
人员发现不少居民家里人多、杂物多，很多年龄偏大的居
民不愿意将老物件丢弃，偶尔会把花盆等一些不常用的
物品堆放在楼道内，埋下了安全隐患。

经过多次清理整治后，社区为了防止问题反弹，联合
物业公司将居民楼地下闲置空间改造成临时便民储物
室，将楼道物品登记后，搬运到地下空间，既解决了居民
储物需求，也为居民安全出行提供了保障。

截至目前，石门营四区累计利用800余平方米的地下
空间，共存放自行车 400余辆、闲置物品 600余件。社区
还通过垃圾分类积分兑换、烟头兑换等多种举措，引导居
民共同维护社区环境秩序，营造人人参与“创城”的良好
氛围。

石门营四区党委书记杜海霞说：“我们利用电子屏、
敲门入户等方式，向居民广泛宣传‘创城’惠民、利民政
策。接下来，将提升社区的硬件设施，让居民真正感受到
幸福感、获得感。”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近日，
记者从区教委了解到，全区中小
学生从本月22日起正式进入寒
假。全区各中小学加大了对学
生的安全教育和监管力度，确保
学生度过一个安全、健康、充实的
假期。

为提高学生安全意识，北京
八中永定实验学校提前部署，通
过多种方式，强化学生假期安
全。北京八中永定实验学校工会
主席唐登库说：“放假最后一周的
所有教育教学活动都由线下改为
了线上，假期出京的师生要提前
向学校进行报备。”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永定分校
针对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前期采
取线上家长会、主题班会等多种
方式进行安全教育。假期，学校
也采用家校联合的方式，保障学

生安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永定
分校校长谭峰说：“假期中，我们
将组织学生收看安全教育平台专
题教育课程。此外，建立了班主任
和学生家长的微信群，随时了解学
生的防疫情况和安全防护情况。”

区教委提示，寒假期间，学生
在家中不要使用燃气，不乱动、乱
接电线，以免发生危险。外出时，
要遵守交通规则，远离建筑工地、
河湖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或区
域，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不在结
冰路面玩耍、嬉戏，防止发生摔伤
及其他安全事故。此外，区教委
建议学生非必要不离京，无论居
家还是外出，都要做好防护措
施。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制定符
合自身实际的学习生活计划，积
极开展体育锻炼，度过一个安全
充实的假期。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春节
临近，区妇联开展为新业态、新就
业群体送温暖活动，先后到大峪
街道绿岛家园社区和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四区，给快递、外卖、网约车
等行业的从业女性送去慰问信和
慰问品，致以节日问候，将党和政
府的关心和温暖送到她们身边。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区妇联
服务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一项
重要内容，共慰问9个镇街的74
名新业态从业女性。

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梁增
霞说：“区妇联将竭尽所能，为各位
姐妹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帮助与服
务，真心实意当好她们的‘娘家人’。”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近日，
京煤集团总医院检验科顺利通过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专家组“ISO15189医学
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初次现
场评审。

在为期三天的现场评审过程
中，评审组对医院检验科的质量
管理体系进行了全要素、全过程、
全范围的评审，评审范围涵盖了
血液学、体液学、生物化学、免疫
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多个
专业领域。

这次现场评审的通过，意味

着医院检验科已经迈出了与国际
接轨的第一步，检验科质量管理
迈上一个新台阶，医院也将以这
次评审为契机，再接再厉，持续保
证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和持续
改进，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
能力，为临床诊疗提供准确、及
时、可靠的实验室依据，更好地服
务于临床和患者。

据了解，ISO15189是国际标
准化组织对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
力要求的国际标准，是医院检验科
规范化的重要标志，对保障整体医
疗质量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近日，
位于雁翅镇大村的灵之秀黄芩种
植基地内热闹非凡，村民们有的
排队领取年货，有的数着分红的
奖金，爽朗的笑声里带着丰收的
喜悦。

在分红现场，村民安久霞高
兴地说：“我家里种了两亩多黄

芩，今年收入了8000多元钱，我挺
知足的。”

从 2011 年起，北京灵之秀生
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已连续分红11
年。2021 年，合作社带领 6 个村
的 223个黄芩种植户完成了全年
的黄芩茶收购和加工工作，保证
了合作社社员们的收入不减。

（一）检查范围
2021年12月份，区垃圾分类指挥

部专业检查队伍对全区13个镇街，84
个小区、21个村实施检查，共分为门城
地区组（大峪街道、城子街道、东辛房
街道、龙泉镇、军庄镇、永定镇、潭柘寺
镇）及农村地区组（妙峰山镇、王平镇、
大台街道、雁翅镇、斋堂镇、清水镇）。
检查考核指标为：家庭厨余垃圾分出
率、生活垃圾减量率、设施达标率、居
民自主投放率四项指标，分别占比
10%、10%、50%和30%。

（二）检查问题
2021年 12月份共检查772处点

位，发现各类问题共计314处，问题发
生率40.67%，主要问题为居民分类投
放不准确、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
周边环境脏乱、小区公示牌、桶站及暂
存点公示牌设置不规范、防雨棚设置
不规范、垃圾清运及时性及满冒不达
标、设施脏污、破损等。

（三）考核排名情况

表2：农村地区2021年12月份综合得分及排名情况统计表

表1：门城地区2021年12月份综合得分及排名情况统计表

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提供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属地属地属地属地 综合得分综合得分综合得分综合得分
家庭垃圾家庭垃圾家庭垃圾家庭垃圾

分出率分出率分出率分出率

其他垃圾其他垃圾其他垃圾其他垃圾

减量率减量率减量率减量率

设施达标设施达标设施达标设施达标

总得分总得分总得分总得分

居民自主居民自主居民自主居民自主

投放投放投放投放

市级监督市级监督市级监督市级监督

检查得分检查得分检查得分检查得分
月排名月排名月排名月排名

1

2

3

4

5

6

7

东辛房街道 95.25 1 10 10 49.25 25 1

大峪街道 91.98 2 10 10 47.07 19.91 5

城子街道 91.93 3 10 10 47.47 20.46 4

潭柘寺镇 91.9 4 10 10 47.92 21.98 2

军庄镇 91.65 5 10 10 47.9 23.75 0

永定镇 86.71 6 10 10 43.88 22.83 0

龙泉镇 86.7 7 10 10 43.6 21.1 2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属地属地属地属地 综合得分综合得分综合得分综合得分
家庭垃圾家庭垃圾家庭垃圾家庭垃圾

分出率分出率分出率分出率

其他垃圾其他垃圾其他垃圾其他垃圾

减量率减量率减量率减量率

设施达标设施达标设施达标设施达标

总得分总得分总得分总得分

居民自主居民自主居民自主居民自主

投放投放投放投放

市级监督市级监督市级监督市级监督

检查得分检查得分检查得分检查得分
月排名月排名月排名月排名

1

2

3

4

5

6

大台街道 99.9 1 10 10 49.9 30 0

清水镇 99.63 2 10 10 49.63 30 0

王平镇 99.23 3 10 10 49.23 30 0

雁翅镇 99.15 4 10 10 49.15 30 0

妙峰山镇 95.59 5 10 10 45.59 30 0

斋堂镇 95.41 6 10 10 47.41 30 -2

石门营四区开辟临时储物空间 楼道堆物有了新去处

京煤集团总医院检验科通过
ISO15189认可现场评审


